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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 東 縣 關 山 鎮 關 山 國 民 小 學 1 0 5 學 年 度 上 學 期 期 末 評 量 試 題 

科目：社會       版本：南一          評量範圍：第 3~第 4 單元   命題者：趙典薇老師 

   六年      班        座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

一、是非題(10分)  

(  )1. 都市中有高樓大廈、高架橋、地下商場等，這 

      些都是充分利用有限空間所形成的都市景觀。 

(  )2. 戰後初期，台灣文學、音樂、美術、戲劇等創

作，多以反共復國或懷鄉的題材為主。 

(  )3. 鄉村人口大量移入都市，造成城鄉差距擴大，

不利於鄉村和都市發展，政府應推行有效政策改善

問題。 

(  )4. 政府為因應老人安養的問題，推動老人年金的

福利政策與老人的醫療照顧。 

(  )5. 文化是人類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成果，

專指風俗習慣與宗教信仰這兩項。 

(  )6. 我們可以從嘉義縣有個蒜頭糖廠蔗埕文化園

區，推測出當地在早期盛產番薯、玉米等農產品。 

 

(  )7. 台灣在歷史上受過不同民族的統治，因此臺灣

的文化除了原住民族和漢人文化外，也受到西方文

化與日本文化的影響。 

 

(  )8. 小蕙趁著週末假期從臺北到大溪老街遊玩，她

可以開車行駛蔣渭水高速公路經過雪山隧道直達

桃園。 

(  )9. 為了保障各區域內的資源，區域間禁止互通有

無，例如北部區域的資源不對外開放，南部的蔬果

產品也不北送。 

(  )10. 從傳統到現代，人們對於休閒的觀念逐漸改變，

這種觀念的轉變也屬於一種社會的變遷。 

二、 選擇題(24分) 

（  ）1. 根據聯合國 世界衛生組織 WHO 有關高齡化社會

的定義，何者錯誤？ ○１台灣在 80年代初期就

邁入高齡化社會 ○２醫療進步、平均壽命延長

的因素造成 ○３60 歲以上的人口占總人口比例

的 7％時 ○４適當的提高出生率才能降低扶養

老人的負擔。 

（  ）2. 下列有關臺灣出生人口數逐年減少的原因，何

者敘述正確？ ○１臺灣土地面積逐漸縮小 ○２

養兒育女的花費逐漸降低 ○３目前臺灣家庭成

員較多 ○４夫妻均外出工作，缺乏人手照顧小

孩。 

（  ）3. 金門和馬祖地區的敘述何者錯誤？ ○１戰地碉

堡或遺跡 ○２土地貧瘠，農業發展不利 ○３三

十八年後開放兩岸人民觀光 ○４以前是軍事重

地。 

 
（  ）4. 台灣 40-50 年代出生的嬰兒太多，人口成長太

快，主要造成什麼樣的問題？ ○１食物過剩 

○２居住空間過大 ○３教養困難 ○４環境過於清

幽。 

（  ）5. 下列哪一項是讓臺灣的文化傳承下去的方法？ 

○１皮影戲師父教導孩子操作皮影戲 ○２原住民

舞者教導原住民孩子傳統舞蹈 ○３北管老師教

授學童敲打、吹奏北管樂器 ○４以上皆是。 

（  ）6. 近年來，有一些農家會在田裡種植哪些花卉，

形成一片花海景觀？ 甲、蘭花 乙、波斯菊 丙、

油菜花 丁、桂花 ○１甲乙 ○２乙丙 ○３丙丁 

○４甲丁。 

（  ）7. 關於臺灣目前面臨的人口現象，哪一項錯誤？ 

○１少子化現象 ○２人口政策錯誤 ○３高齡化社

會 ○４新移民的融入。 

（  ）8. 南部區域的農業、養殖漁業興盛，同時也是臺

灣哪一種產業主要的發展區域？ ○１有機農業 

○２高科技產業 ○３輕工業 ○４重工業。 

（  ）9. 臺北的阿英和爸爸媽媽利用暑假，全家搭火車

做環島旅行。請問：他們可以在此次旅行中，

直接到當地購買的特產是什麼？ ○１金門高粱

酒 ○２彰化 田尾的花卉 ○３澎湖的海產 ○４

馬祖的陳年酒。 

（  ）10. 「臺灣各地觀光產業的發展與民眾從事休閒活

動的比例提高有關。」請問，以下哪個例子最

能說明上述情形？ ○１玲華到圖書館借閱書籍 

○２阿德和朋友一起去聽音樂會 ○３筱芳帶全家

到觀光果園採果 ○４家宏約同學到學校打球。 

（  ）11. 在工業發達以後，鄉村設立了許多工廠，這樣

的轉變對鄉村造成什麼影響？ ○１增加居民就

業機會 ○２鄉村的功能開始轉變 ○３改變鄉村

的景觀 ○４以上答案皆正確。 

（  ）12. 下列哪一種現象或觀念曾經隨著社會的變遷而

轉變？ ○１家庭的型態 ○２對人權的保障 ○３

對休閒的重視 ○４以上皆是。 

（  ）13. 有關政府訂定性別工作平等法的目的，何者錯

誤？ ○１保障婦女平等的就業機會 ○２消除性

別歧視 ○３基本工作時數、休假、加班費都有

具體規範 ○４婦女懷孕、生產，雇主不能將其

解僱。 

（  ）14. 關於臺灣的區域發展狀況，以下敘述何者錯誤？ 

○１離島區域因交通不便，與其他區域之間沒有

相互依存關係○２中部、南部區域提供全國大部

分的稻米和蔬果 ○３北部區域在技術、醫療、

文化、娛樂等方面的創新發展，常為其他地區

提供服務。○４東部區域保留最多的自然與人文

美景。 

（  ）15. 下列關於臺灣社會人權保障的敘述，哪一項錯

誤？ ○１人權是人民應享有的權益 ○２過去原

住民族較不受到尊重與保障 ○３身心障礙者權

益保障法是協助身心障礙人士恢復健康的身體 

○４相較於過去，臺灣社會已經更加重視人權的

保障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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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 ）16. 人口的分布不會永遠不變，常因哪些因素而遷

移？ 甲、結婚 乙、就業  丙、天災 丁、

舞升學 ○１甲乙 ○２甲丙丁 ○３乙丙丁 ○４甲

乙丙丁。 

（  ）17. 台灣社會休閒活動的發展與轉變，何者錯誤？ 

○１傳統休閒活較少，以節慶廟會為主 ○２民國

九十年起實施週休二日 ○３選擇適當休閒活動

需要考慮金錢因素 ○４有益身心的活動就是好

的休閒活動。 

（  ）18. 凌玲將臺灣的人口分布圖與地形圖對照，發現

到人口分布密集的地方，大多是在地形平坦的

平原、台地和盆地地區，再看都市的分布也是

如此，根據以上的觀察，她會做出下列哪一種

結論？ ○１臺灣的人口分布極為平均 ○２臺灣

的人口分布與行政區大小有關 ○３臺灣的人口

分布受自然環境的影響 ○４臺灣的人口大多分

布在鄉村地區。 

 

（  ）19. 甲：「鄉村的居民原先多從事農業活動」 

乙：「鄉村現在是臺灣百分之八十的人口的居住

地」 

丙：「工業發達後，鄉村設立許多工廠」 

丁：「工商業發展後，許多農場轉為休閒農場或

觀光果園」 

以上是甲乙丙丁四人對臺灣鄉村的轉變所做的

整理，其中哪一句話並不符合臺灣現況？ ○１

甲 ○２乙 ○３丙 ○４丁。 

 

（  ）20. 假設甲、乙、丙三地的土地面積都一樣大，但

甲地的人口數有五千人、乙地有一萬人、丙地

有五萬人，這三地之中哪一個地區的人口密度

最大？  ○１甲地 ○２乙地 ○３丙地 ○４資料

不足無法計算。 

（  ）21. 下列關於臺灣交通與城鄉關係的敘述，何者錯

誤? ○１在傳統社會，居民交流與貨物流通都以

鄰近地區為主。 ○２臺灣的空中運輸，有國內

航線和國際航線可以聯絡國內與國外。 ○３全

臺大部分的鄉鎮，都有高速鐵路相通。 ○４因

交通發展突飛猛進使得城鄉交流頻繁，縮短了

城鄉的距離。 

 

（  ）22. 魏小姐想要在這個暑假帶兩個還沒去過離島的

孩子到離島觀光旅遊，她向旅行社諮詢並提出

了許多要求：她希望去的離島是由兩個以上的

島嶼組成，島與島之間可以搭船遊覽，希望有

沙灘能下海游泳，更希望能讓孩子親眼看看課

本上提到的雙心石滬，了解早期漁民捕魚的方

式。如果你是旅行社人員，你會建議魏小姐參

加哪裡的旅遊團？ ○１澎湖 ○２金門 ○３綠島 

○４蘭嶼。 

（  ）23. 文化是一個比較抽象的概念，茵茵對於文化的

意義與範疇努力研究了一番。以下是她思考、

整合後發表對文化的看法，但其中有一處她的

觀念錯誤，請幫她找出來？ ○１文化是人類在

歷史發展過程中創造的成果 ○２語言、飲食、

宗教、風俗都是文化的一部分 ○３不同的文化

之間會彼此交流、相互影響 ○４人類必須揚棄

傳統的文化，以新的文化取代社會才會進步。 

（  ）24. 國富鄉和民安鄉原本都是小型的鄉鎮，人口數

也差不多，但地理位置大不相同。國富鄉位於

平原中央，以農業為生，工商活動較少；民安

鄉緊鄰大城市，都市計畫中預計將工業區建於

民安鄉。請問關於這兩個鄉鎮的發展，下列哪

一項預測較不可能發生？ ○１國富鄉的青壯年

人口將大量增加 ○２民安鄉的交通和公共建設

將增加 ○３民安鄉可能吸引大量人口移入 ○４

國富鄉可能會有大量人口外移。 

三、 填填看(33分)    

1. 臺灣人口遷移的結果，各為鄉村與都市帶來什麼樣的問

題？請找出正確的答案以代號填入(  )中。 

  甲、人口老化嚴重 

  乙、噪音汙染 

  丙、居住空間狹窄 

  丁、勞動力缺乏 

  戊、經濟發展落後 

  己、地價偏高 

 

○１鄉村的問題：（              ） 

○２都市的問題：（             ） 

 

2. 下圖是臺灣地圖，請參考地圖回答問題：先依據題幹縣

市特色，再利用代號指出位於地圖上的哪一個位置。 

 
○１  圖中的(   )地有著名的觀光景點日月潭及原住民

族文化。 

○２  圖中的(   )地是文化古都。 

○３  (    )地內有臺灣規模最大的國際機場。 

○４  (    )地正朝「觀光城市」的目標邁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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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請根據東部區域的發展狀況，完成下列短文，在□中打

ˇ。 

  東部區域受○１（□甲、地形 □乙、氣候）影響，

開發較慢。但區域內有天然的自然景觀和多元的○２（□

甲、新移民ˉ□乙、原住民族）文化，呈現特殊的人文

風貌。花蓮縣是石雕藝術家的創作寶地，以○３（□甲、

花崗岩ˉ□乙、大理石）最為著名，臺東縣朝精緻農業

發展，○４（□甲、池上米ˉ□乙、濁水米）受到肯定。 

 

4. 請判斷下列各項的內容，分別是在描述哪一個縣市？利

用代號填入相對應的(  )中。 

甲、地處嘉南平原，早期以稻米、甘蔗農產品出名 

乙、山地丘陵廣布，休閒農業、生態農場相當興盛 

丙、臺灣的科技產業集中地 

丁、有一座以峽谷、斷崖聞名世界的國家公園 

戊、四周環海，風勢強勁，早期居民以漁業為主，花崗岩

建築與戰地遺跡，現在朝觀光業發展 

     

○１新竹縣和新竹市：(  ) 

○２嘉義縣和嘉義市：(  ) 

○３馬祖列島：(  ) 

○４苗栗縣：(  ) 

○５花蓮縣：(  ) 

 

5. 下面的主角是國小六年級生江家琪，請依據不同的家庭

型態，從選項中找出該類家庭應該具有的成員，以及可

能面臨的困境填入（  ）中。 

甲、江家琪 

乙、爸爸、媽媽 

丙、叔叔 

丁、爺爺、奶奶 

 

  A、照顧者年齡較大，體力負擔不過來會很辛苦。 

  B、家庭成員不同的生活習慣需要彼此磨合 

  C、缺少成員互動 

   家庭成員 面臨的困境 

小家庭   

三代同堂家庭   

隔代教養家庭   

 

6. 下列是臺灣社會因逐漸重視人民的權益，而立法保障的

人權，請找出與這些權益保障相對應的族群，並將代號

填入（  ）內。 

甲、設置無障礙空間。 

乙、開放登記回復傳統姓名。 

丙、具體規範教育、健康及安全的保障。 

丁、明確規範工作時數、待遇及加班費等。 

戊、立法保障平等的工作權，並消除性別歧視等。 

○１兒童：（  ） 

○２婦女：（  ） 

○３原住民族：（  ） 

○４身心障礙人士：（  ） 

○５勞工：（  ） 

○６請寫出目前是國小學生的你受到哪一項法律的保障? 

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
7. 下圖是民國七十年到一○四年新北市、雲林縣的人口統

計圖，請看圖並勾選出正確的答案。 

 
（１）從圖上可看出，哪一個地區有人口外移的現象？ 

     □甲、新北市。 

     □乙、雲林縣。 

（２）請說出上圖表市的人口現象為？ 

     □甲、高齡化社會。 

     □乙、鄉村人口移往都市。 

    □丙、少子化現象 

四、 連連看(7分)    

1. 以下是臺灣具有歷史意義的古蹟和景點，請判斷分

別位於臺灣的哪一個區域？畫線連起來。 

 

1.太魯閣國家公園•  •A.嘉義縣 

2.安平古堡•  •B.台南市 

3.龍騰斷橋•  •C.桃園市 

4.芹壁村石頭屋•  •D.連江縣 

5. 阿里山日出•  •E.花蓮縣 

6.海門天險•  •F.苗栗縣  

7.大溪老街•  •G.基隆市 

五、 勾選題(17分) 請在正確的□中打ˇ 

1. 下列對於臺灣人口現象與政策的敘述，哪些是正確的？ 

□○１從民國四十年到現在，臺灣的人口政策會隨著時代 

變化而調整。 

□○２要降低少子化現象所帶來的衝擊，政府必須提升國 

人生育子女的意願。 

□○３養不起孩子是雙薪家庭面臨的困境，也是造成臺灣 

邁入少子化的原因。 

□○４國民平均壽命延長，出生率下降，使得目前老人人 

口約佔 30%，成為高齡化社會。 

□○５新移民的融入，能使臺灣的文化更多元，我們應該 

尊重與包容。 

 

2. 下列有關臺灣人口與都市分布的敘述，哪些是正確的？  

□○１臺灣的人口主要集中在東部，西部和離島地區的人 

    口較少。 

□○２臺灣西部的都市較多，且規模較大；東部的都市較 

    少，規模也較小。 

□○３臺灣的人口大多集中在地形平坦的平原、盆地和台 

    地。顯示臺灣的人口分布受天氣的影響。 

□○４核心都市的周圍，還有許多中、小型都市。 

□○５臺灣東部的北、中、南各有一、兩個大都市，  

  □○６地圖上每一點代表 1000人。如果紅點越多，表示 

      人口越密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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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臺灣有來自各種族群所帶來的不同文化，下面敘述哪些

是正確的？  

□○１在臺灣的伊斯蘭教教徒會在清真寺辦理開齋節慶祝 

活動。 

□○２不管是道教的法會，或是天主教的祈福活動，都是 

臺灣多元的宗教信仰。 

□○３歌劇是臺灣的傳統戲劇，目前仍只在廟會時演出。 

□○４台灣的美食北平烤鴨與山東饅頭，是吸引外國觀光 

客的原因。 

□○５傳統藝文一直都會存在，並不需要特別的傳承與保 

存。 

□○６集合書畫名家舉辦彩繪燈籠表演，能將藝術創意與 

傳統文化相結合。 

六、 閱讀文章(9分) 請閱讀短文，回答下列問題 

1. 文化是指人類在歷史發展過程中，所創造的成果。許多

新移民來到臺灣後，努力學習本地語言，融入臺灣社會，

並積極照顧家庭，參與各種生產活動。同時，也把家鄉

的風俗、飲食習慣帶入臺灣，豐富了臺灣的文化生活。 

 

(  )（１）近年來由於跨國婚姻與工作，有許多的外

籍人士移居我國，也有許多新移民及其下一代產生，政

府也因此辦理了許多相關活動，例如：潑水節、異國美

食展等。政府這麼做，主要是由於下列哪一個原因？ 

○１增加就業機會 ○２  促進族群和諧 ○３發展國際貿

易。 

(  )（２）下列何者是我們面對不同文化間交流應有

的態度及做法？ ○１抵抗外來衝擊，堅守固有文化 ○２

外來的月亮比較圓，全盤接受 ○３欣賞、尊重與瞭解彼

此文化內涵。 

(  )（３）文化的交流也影響了飲食的文化，請舉出

一道在台灣可見的異國料理。(                    ) 

 

2. 請閱讀短文，回答下列問題。 

筱美：「我的家鄉最有名的是醬油，市面上很多有名的品

牌都是從這裡出來的。家裡附近的農田種了很多的蔬菜

及花卉，聽說全臺灣大部分的蔬菜及花卉都是這裡出去

的呵！」 

（  ）（１）從筱美的敘述來看，她居住區域的發展特

色是？ ○１工商業發達 ○２發展觀光產業 ○３豐富的自

然景觀 ○４農業發展。 

（  ）（２）筱美家鄉的物產得以輸出至全國，主要是

因為下列哪一個原因？ ○１便利的交通 ○２溫暖的人情

味 ○３高貴的價格 ○４進步的農業技術。 

（  ）（３）筱美的家鄉產業適合轉型發展為？ ○１高

科技產業 ○２休閒農業 ○３人文景觀的歷史古蹟 ○４觀

光都市。 

 

3. 請閱讀短文，回答下列問題。 

 

您愛車信賴的好幫手 

本洗車廠專為身心障礙人士提供工作機會， 

讓他們得以自力更生。 

請給我們機會與舞臺 

我們將賣力的演出 

（  ）（１）以上是某洗車廠的公告文字，依其內容，

該洗車廠的措施應該是為了實踐下列哪一項現代公民

素養？ ○１重視倫理 ○２尊重多元文化 ○３保障人權。 

（  ）（２）下列哪一句話最符合此公告的精神？ ○１

給他魚吃，不如給他一支釣竿 ○２路遙知馬力，日久見 

人心 ○３休息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。 

（３）請舉出一個在校園中，專為身心障礙人士所設計

的設施？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 


